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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基必背考点350点

公文写作 --必背

1、公文的概念是什么？

党政机关公文是党政机关实施领导、履行职能、处理公务的具有特定效力和规范体式的

文书，是传达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公布法规和规章，指导、布置和商洽工作，请示和

答复问题，报告、通报和交流情况等的重要工具。

2、公文的特点有哪些？

（1）法定作者；（2）规范体式；（3）法定效用。

3、公文的作者是谁？

制发该公文的机关或机关的法定领导人。

4、根据行文方向，公文可分为哪几类？

上行文、下行文、平行文三类。

5、公文处理工作的概念是什么？

公文处理工作是指公文拟制、办理、管理等一系列相互关联、衔接有序的工作。

6、公文处理工作应当坚持什么原则？

实事求是、准确规范、精简高效、安全保密。

7、决议适用于什么情况？

会议讨论通过的重大决策事项。

8、决定适用于什么情况？

对重要事项作出决策和部署、奖惩有关单位和人员、变更或者撤销下级机关不适当的决

定事项。

9、命令（令）适用于什么情况？

公布行政法规和规章、宣布施行重大强制性措施、批准授予和晋升衔级、嘉奖有关单位

和人员。

10、公报适用于什么情况？

公布重要决定或者重大事项。

11、公告适用于什么情况？

向国内外宣布重要事项或者法定事项。

12、通告适用于什么情况？

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应当遵守或者周知的事项。

13、意见适用于什么情况？

对重要问题提出见解和处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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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通知适用于什么情况？

发布、传达要求下级机关执行和有关单位周知或者执行的事项，批转、转发公文。

15、通报适用于什么情况？

表彰先进、批评错误、传达重要精神和告知重要情况。

16、报告适用于什么情况？

向上级机关汇报工作、反映情况，回复上级机关的询问。

17、请示适用于什么情况？

向上级机关请求指示、批准。

18、批复适用于什么情况？

答复下级机关请示事项。

19、议案适用于什么情况？

各级人民政府按照法律程序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请审

议事项。

20、函适用于什么情况？

不相隶属机关之间商洽工作、询问和答复问题、请求批准和答复审批事项。

21、纪要适用于什么情况？

记载会议主要情况和议定事项。

22、从行文方向看，哪种文种既可下行，也可上行和平行？

意见。

23、在工作中使用最多的文种是什么？

通知。

24、在 15 种公文种类中强制性最强的文种是什么？

命令（令）。

25、公文有哪些组成要素？

公文一般由份号、密级和保密期限、紧急程度、发文机关标志、发文字号、签发人、标

题、主送机关、正文、附件说明、发文机关署名、成文日期、印章、附注、附件、抄送机关、

印发机关和印发日期、页码等组成。

26、份号是指什么？

公文印制份数的顺序号。27、

什么情况下应当标注份号？

涉密公文应当标注份号。

28、涉密公文应当根据涉密程度分别标注什么密级？

“绝密”、“机密”、“秘密”。

29、根据紧急程度，紧急公文应当分别标注什么紧急程度？

“特急”、“加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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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发文机关标志由什么组成？

由发文机关全称或者规范化简称加“文件”二字组成，也可以使用发文机关全称或者规

范化简称。

31、发文字号由什么组成？

由发文机关代字、年份、发文顺序号组成。

32、年份的括号是什么括号？

六角括号。

33、联合行文时，使用什么发文字号？

主办机关的发文字号。

34、什么情况应当标注签发人姓名？

上行文应当标注签发人姓名。

35、标题由什么组成？

由发文机关名称、事由和文种组成。

36、成文日期如何确定？

署会议通过或者发文机关负责人签发的日期。联合行文时，署最后签发机关负责人签发

的日期。

37、附注的作用是什么？

用以说明公文印发传达范围、使用注意事项、请示和上行的意见的联系人和电话等需要

说明的事项。

38、为加快文件的传递，可采用什么行文方式？

多级行文。

39、为了维护和体现正常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应采用什么行文方式？

逐级行文。

40、能不能在报告中夹带请示事项？

不能。请示应当一文一事。

41、公文拟制包括哪些程序？

公文的起草、审核、签发等程序。

42、公文起草的要求是什么？

内容简洁，主题突出，观点鲜明，结构严谨，表述准确，文字精练。文种正确，格式规

范。

43、公文文稿签发前，应当由谁进行审核？

发文机关办公厅（室）。

44、公文由谁签发？

公文应当经本机关负责人审批签发。重要公文和上行文由机关主要负责人签发。联合发

文由所有联署机关的负责人会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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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收文办理主要程序是什么？

签收；登记；初审；承办；传阅；催办；答复。

46、发文办理主要程序是什么？

复核；登记；印制；核发。

47、公文由谁来管理？

党政机关公文由文秘部门或者专人统一管理。绝密级公文应当由专人管理。

48、复制、汇编涉密公文有什么要求？

复制、汇编机密级、秘密级公文，应当符合有关规定并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绝密级公

文一般不得复制、汇编，确有工作需要的，应当经发文机关或者其上级机关批准。复制、汇

编的公文视同原件管理。

49、公文区别于其他信息记录的特点是什么？

具备法定的权威性。

50、公文包含哪几个部分？

版头、主体、版记三部分。

历史人文 --必背

第一节 历史

1.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第一次鸦片战争

2.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标志？

1901 年《辛丑条约》的签订

3.新文化运动的口号？

民主和科学

4.唐太宗李世民在登基之前发动的一次流血政变？

玄武门之变

5.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

1915 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

6.“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借用的是什么时

期的历史符号？

汉代丝绸之路

7.在近1400 年前，一位僧人不畏艰险，跋涉数万公里，历时 17 年，进行了一次伟大的文化之旅，成

为中印文化交流的见证，这位僧人是？

玄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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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我国最早的远古居民是？

元谋人

9.我国最早种植水稻的文化遗址？位于黄河流域的文化遗址是？

河姆渡文化遗址；半坡文化

10.尧舜禹时代推选联盟首领的制度是？

禅让制

11.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

夏朝

12.以太阳自比，说：“天之有日，犹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矣。”的君王是？

夏桀

13.商朝中期，商王盘庚把都城迁到殷，殷是现在的？ 安

阳

14.商朝末年，西方属国的国君周武王，带领一些小国、部落，向商都进攻的事件，史称？

武王伐纣

15.西周都城在今天的？

西安

16.我国有确切纪年开始的标志？

公元前 841 年国人暴动

17.公元前 841 年，出现了由周公和召公共同主持朝政的局面，史称？

共和执政（共和行政）

18.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文字，最早发现甲骨文的是？

王懿荣

19.我国最大的青铜器？

后母戊大方鼎

20.我们通常所说的“通五经贯六艺”中“六艺”指？

礼、乐、射、御、书、数

21.西周时期，周王把一定的土地和人民，分别授予王族、功臣和先代贵族，以拱卫王室的

制度是？

分封制

22.目前所知，最早的青铜器是在哪发现的？

二里头遗址

23.我们现称经商的人称为“商人”，源于什么时期？

商朝

24.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

金文（钟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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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我国最早的官方史书，是夏、商、周时代一些历史文献和传说资料的汇编，其中还包括

更古时代的史事记录的是哪部著作？

《尚书》

26.我国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大变革时期是？

春秋战国时期

27.标志着齐桓公霸主地位的确立的事件？

葵丘会盟

28.齐桓公任用谁为相，改革经济、政治和军事，很快成为东方强国？

管仲

29.晋国经过哪次战役，大败楚国，大会诸侯，成为中原霸主？

城濮之战

30.战国时期兼并战争中规模最大、杀伤最多的一次战役是？

长平之战

31.战国时期秦国蜀守李冰修建的工程，使成都平原从此成为“天府之国”？

都江堰

32.战国时期记述了齐国官营手工业各个工种的设计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是？

《考工记》

33.战国时期，秦国经过变法，逐步强盛起来，为后来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的是？

商鞅变法

34.秦始皇为统一岭南，修建了沟通长江和珠江水系的工程是？

灵渠

35.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都城是？

咸阳

36.秦朝建立之后，秦始皇实施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其中统一度量衡中的“度”、“量”、“衡”分

别指？

长短、容积、重量

37.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迫使后来汉初统治者

采取一些休养生息的政策是？

陈胜吴广起义

38.文帝、景弟在位期间，推行休养生息政策，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称为？

文景之治

39.汉武帝采用谁的建议，尊崇儒家学说，提倡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

40.公元25 年，刘秀称帝，定都洛阳，在位期间，社会安定下来，经济得到恢复，史称？

光武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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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党锢之祸发生于什么时期？

东汉末年

42.汉武帝时期，规定诸侯死后，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他子弟分割王国部分土地为列侯，列

侯归郡统辖的政令是？

推恩令

43.东汉时期，张骞几次出使西域，密切了中原与西域的关系，促进了西域社会的进步，丰

富了中原的物质生活？

两次

44.新疆开始正式归属于中央管辖的是什么时期？

西汉

45.汉朝丝绸之路，经过玉门关，玉门关在今天的什么地方？

甘肃敦煌

46.汉朝海上丝绸之路最远抵达哪个地方？

印度半岛南端

47.西域的琵琶、笳、箜篌什么时期传入中原的，丰富了汉人的音乐生活？

西汉

48.历史上曹操败于孙刘联军的是哪次战役？

赤壁之战

49.西晋司马睿在建康称帝，建康在现今的？

南京

50.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不断内迁，被称为“五胡”，指的是哪些少数民族？

匈奴、鲜卑、羯、氐、羌

51.魏晋南北朝时期，曾西行取经，13 年后回国，将旅行经历写成《佛国记》一书，这部书是研

究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交通和历史的重要史料的人物是？

法显

52.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时吸取隋亡的教训，励精图治，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国力逐步增强，史称？

贞观之治

53.唐太宗统治前期，政治较为清明，国家强盛，经济空前繁荣，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史称？

开元之治（开元盛世）

54.天宝末年，发生了一场持续八年的战争，严重削弱了唐朝的统治力量，唐朝从此由强盛

走向衰落的标志？

安史之乱

55.唐朝后期，朝廷的高官相互结成朋党，排斥异己的历史事件是？

牛李党争

56.唐朝负责草拟和颁发皇帝的诏令的是哪个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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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书省

57.唐朝时负责国家礼仪、祭祀的是哪个部门？

礼部

58.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选拔人才的制度？

九品中正制

59.1043 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改革时弊的变法史称？

庆历新政

60. 1069 年，宋神宗时期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不少荒地辟为良田，

军事实力也有所增强，这一改革措施史称？

王安石变法

61.显德七年，赵匡胤登基为帝，发动的政变，史称？

陈桥驿兵变

62.北宋建立之后，赵匡胤实施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其中和平收回兵权的历史事

件是？

杯酒释兵权

63.与北宋并立的辽政权是由哪个民族建立的？

契丹

64.北宋时期，宋真宗亲征，大挫辽军锐气，双方约为兄弟之国的盟约是？

澶渊之盟

65.1127 年，金统治者俘获宋徽宗和宋钦宗，背诵北宋灭亡的事件是？

靖康之变

66.1127 年，赵构在应天府称帝，建立南宋，定都临安，在现今的？

杭州

67.岳飞《满江红》中，“靖康耻，犹未雪”指的是哪个历史事件？

靖康之变

68.元朝的建立者是？元朝定都哪里？在现今的？

忽必烈；大都；北京

69.西藏正式成为元朝的行政区是哪个时期？

元朝

70.元朝是，台湾被称为？

琉球

71.我国开始进入划省而治的时期是？

元朝

72.北宋时期，经济作物种植扩大，从越南引进的水稻良种也传到江淮地区，这种水稻是？

占城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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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我国经济重心邮北方传到南方是什么时期？

南宋

74.什么时期，大城市的商业活动已突破坊和市的界限，营业时间也不受限制？

北宋

75.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是出现于什么时期？

北宋

76.北宋时期，谁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毕昇

77.火药开始用于军事的时期是？

唐朝

78.明朝燕王朱棣反对削藩措施，挥师南下的事件是？

靖难之役

79.我国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到顶峰的标志？

军机处的设置

80.一条鞭法是什么时期的改革措施？

明朝

81.标志着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管辖的加强？

驻藏大臣的设置

82.1662 年，郑成功从谁手里收回台湾?

荷兰殖民者

83.明朝时期，郑成功曾两次下西洋，最远到达？

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地区

84.元末明初，日本的武士、商人和海盗，经常骚扰我国沿海地区，被称为？

倭寇

85.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南京条约》

86.割香港岛的是哪个条约？

《南京条约》

87.魏源编写《海国图志》，其主张是？

师夷长技以制夷

88.太平天国时期颁布的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改革是？

《资政新篇》

89.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90.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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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从根本上变革封建制度，其根本目的是维护清朝的封建反动统治

91.甲午战争惨败，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清政府代表是？

李鸿章

92.严复是维新思想的代表，翻译了《天演论》，其在翻译时总结出的翻译标准是？

信、达、雅

93.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党？

同盟会

94.新文化运动的口号？

民主和科学

95.“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是谁的豪言？

王安石

96.汉朝时期，能够体现道家“无为而治”的治理是？

文景之治

97.齐桓公在谁的辅佐下打着“尊王攘夷”旗号，使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

时期第一个霸主？

管仲

98.哪一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开创了近代民族民主革

命的新纪元？

1911 年 10 月

99.宝岛台湾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早将台湾纳入其行政管理范围的是？

元朝

100.戊戌变法的失败反映了中国哪个阶级的软弱性和阶级局限性？

资产阶级

101.中国古代著名的三大特产是？

瓷器、丝绸和茶叶

102.哪次古代著名战役确立了三国鼎立局面？

赤壁之战

103.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提到了“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羽扇

纶巾”形容的是哪位历史人物？

周瑜

第二节 人文

1.四书？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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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

《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 3.

六艺？

礼、乐、射、御（驾车）、书、数 4．《论

语》？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记录孔子言行的书

5．“仁政”思想的提出者？

孟子在政治上主张“仁政”

6.春秋三传？

左丘明《左传》，我国第一部叙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 谷

梁子《谷梁传》

公羊高《公羊传》7.

《诗经》六艺？

《诗经》中的“六义”，即是指“风、雅、颂”三种诗歌形式与“赋、比、兴”三种表

现手法。

8.《楚辞》？

《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由西汉刘向整理而成，代表作家有屈原、宋

玉、黄歇等，最有名的篇章是屈原的《离骚》。

9.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是？ 司

马迁的《史记》

10.前四史？

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 11.

汉赋四大家？

（1） 司马相如，代表作《子虚赋》、《上林赋》、《长门赋》

（2） 班固，代表作《两都赋》

（3） 张衡，代表作《二京赋》

（4） 扬雄，代表作《甘泉赋》

12.我国最早的长篇叙事诗？

《孔雀东南飞》

13.乐府双璧？

《孔雀东南飞》与《木兰辞》

14.三曹？

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曹操：《蒿里行》《短歌行》《龟虽寿》《观沧海》；曹

丕：《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文人七言诗；《典论》是现存最早的文学专论；曹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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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篇》《洛神赋》《七步诗》

15. 我国田园诗的鼻祖？

东晋陶渊明，自称五柳先生，我国第一位杰出的田园诗人，代表作有《桃花源记》、《归

去来兮辞》、《归园田居》、《饮酒》等。

16.书圣？

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被称为“书圣”，写下了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

17. 中国四大石窟？

甘肃敦煌莫高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

18.楷书四大家？

（1） 唐朝欧阳洵

（2） 唐朝颜真卿，代表作《祭侄季明文稿》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

（3） 唐朝柳公权

（4） 元朝赵孟頫

19.初唐四杰？

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其中王勃被誉为初唐四杰之首，代表作《送杜少府之任

蜀州》、《滕王阁序》；杨炯《从军行》、《出塞》；卢照邻《长安古意》；骆宾王代表作

《咏鹅》。

20.山水田派

山水田园派是盛唐时期唐诗两大流派之一，以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使至

塞上》、《送元二使安西》）和孟浩然（《春晓》《宿建德江》）为代表，

21.边塞派

边塞派是盛唐时唐诗的另一流派，代表诗人有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王昌

龄（《出塞》、《从军行七首》、《芙蓉楼送辛渐》、《闺怨》）、高适（《别董大》）、

王之涣（《凉州词》、《登鹳雀楼》）等。

22.李杜？

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合称李杜。

23.小李杜？

李商隐和杜牧合称小李杜。

24.唐代诗人的称号

诗骨——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诗杰——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诗佛——王维《使至塞上》；

诗仙——李白《将进酒》；

诗圣——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诗王——白居易《长恨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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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狂——贺知章《咏柳》；

诗鬼——李贺《雁门太守行》。

25.唐宋八大家？

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 26.

宋四家？

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

27.宋词豪放派？

主要代表人物苏轼、辛弃疾。

28.宋词婉约派？

代表人物主要有李煜、柳永、李清照、秦观、晏殊等。

29.《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被李约瑟誉为是 “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作者沈括被誉为是“中国

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

30.史学双壁？

司马迁的《史记》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31.元曲四大家

（1） 关汉卿——《窦娥冤》、《单刀会》、《望江亭》、《救风尘》

（2） 马致远——《汉宫秋》，元散曲《天净沙·秋思》

（3） 白朴——《墙头马上》《梧桐雨》

（4） 郑光祖——《倩女离魂》

32.元曲四大悲剧？

关汉卿《窦娥冤》、马致远《汉宫秋》、白朴《梧桐雨》、纪君祥《赵氏孤儿》

33.元曲四大爱情剧？

关汉卿《拜月亭》、王实甫《西厢记》白朴《墙头马上》、郑光祖《倩女离魂》

34.四大奇书？

（1）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四大奇书之首。

（2） 罗贯中《三国演义》，我国第一部长篇历史章回体小说。

（3） 施耐庵《水浒传》，我国第一部反映农民起义的长篇章回体小说。

（4） 吴承恩《西游记》，鲁迅评价“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

35.临川四梦？

又叫玉茗堂四梦，指《牡丹亭》 (又名《还魂记》 )、《紫钗记》、《邯郸记》、《南

柯记》四本作品，作者汤显祖，被誉为是“东方莎士比亚”。

36.三言两拍？

（1）冯梦龙：《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

（2）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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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四大名著？

（1） 罗贯中《三国演义》

（2） 施耐庵《水浒传》

（3） 吴承恩《西游记》

（4） 曹雪芹《红楼梦》，“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高峰。

38.四大谴责小说？

（1） 李宝嘉《官场现形记》

（2） 吴沃饶《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3） 刘鹗《老残游记》

（4） 曾朴《孽海花》

39.鲁迅？

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代

表作：

《彷徨》：《狂人日记》、《阿 Q 正传》、《孔乙己》等；

《呐喊》：《祝福》、《伤逝》等；

《朝花夕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范爱农》等。

40. 矛盾？

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茅盾是笔名。现代杰出作家，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之一。

主要作品有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 )和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

《残冬》 )，散文《风景谈》、《白杨礼赞》。《子夜》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

义长篇杰作， 显示了“左翼”文学阵营的战斗实绩。

41.徐志摩？

徐志摩：现代诗人。主要作品有诗集《志摩的诗》、《猛虎集》等，著名篇目有《再别

康桥》、《在病中》、《沙扬娜拉》、《偶然》等，是新月派主要诗人。

42.朱自清？

朱自清：现代作家。主要作品有诗和散文合集《踪迹》，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

《你我》，学术著作《经典常谈》，著名篇目有《背影》、《绿》、《荷塘月色》、《桨声

灯影里的

秦淮河》、《生命的价格——七毛钱》等。

43.老舍？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人。 1950 年获“人民艺术家”称号。主要作品有长

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剧本《茶馆》、《龙须沟》、《西望长安》等，是“京

味小说”的开创者。

44.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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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原名李尧棠。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和爱情三

部曲(《雾》、《雨》、《电》。

45.赵树理？

赵树理：小说家。主要作品有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

等。《小二黑结婚》被茅盾誉为“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作之一”；《李有才板话》被茅盾誉为 “走

向民族形式的里程碑”，是“山药蛋派”的代表作。

46.莫言？

莫言代表作《红高粱》《丰乳肥臀》《蛙》，他的《红高粱》 是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

文坛的里程碑之作， 2011 年莫言荣获茅盾文学奖， 2012 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作

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

47.荷马？

荷马，古希腊盲诗人。主要作品有《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被称为荷马史诗。

48.莎士比亚？

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剧作家和诗人。主要代表作，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

《李尔王》、《麦克白》；四大喜剧：《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皆大欢喜》、《仲

夏夜之梦》。

49.笛福？

笛福，英国著名小说家。主要作品有《鲁滨逊漂流记》。

50.狄更斯，英国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大卫·科波菲尔》、《艰难时世》、《双城

记》、《远大前程》等。

51.雨果？

雨果，法国伟大作家，欧洲 19 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最卓越的代表。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

《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笑面人》、《九三年》 等。

52. 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_？

（1）莫泊桑，十九世纪法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代表作有短篇小说《羊脂球》、

《项链》等，长篇小说《一生》、《漂亮的朋友》等。

（2） 契可夫，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戏剧家和短篇小说艺术大师。代表作

有短篇小说《变色龙》、《苦恼》、《万卡》、《第六病室》、《套中人》等。

（3） 欧.亨利，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现实主义著名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白

菜与皇帝》，短篇小说《麦琪的礼物》、《警察与赞美诗》等。

53.列夫·托尔斯泰？

列夫·托尔斯泰，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 列尼娜》、

《复活》 等。列宁称列夫·托尔斯泰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

54.塞万提斯？

西班牙作家，主要作品《堂吉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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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安徒生？

安徒生，丹麦童话作家。主要作品有《丑小鸭》、《皇帝的新装》、《卖火柴的小女孩》

等。

56.京剧四大行当？

生：男性：老生——中老年；小生——年轻人；武生——军人

旦：女性：老旦——老年；正旦——中青年，端庄大方；花旦——青少年，活泼可爱；

武旦——女军人）

净：亦叫花脸，男性：正净——大花脸；副净——二花脸

丑：一般指插科打诨比较滑稽的角色。男性：文丑、武丑

57.脸谱颜色的含义？

红色脸谱代表忠勇；紫色脸谱象征智勇；蓝色脸谱勇猛；黑色脸谱人物耿直；绿色脸谱

侠骨义胆；老红色脸谱多是德高望重的忠勇老将；瓦灰色脸谱则是老年枭雄；白色脸谱人物

奸诈、狠毒或是跋扈；黄色脸谱人物残暴；金、银二色脸谱，多见于神、佛、鬼怪，以示其

金面金身，象征虚幻。

58.连中三元？

乡试第一名，解元；会试第一名，会元，殿试第一名，状元

59.四大美女？

西施：沉鱼——西施浣纱； 王

昭君：落雁——昭君出塞； 貂

蝉：闭月——貂蝉赏月； 杨贵

妃：羞花——玉环赏花

60.国画四君子？

梅、兰、竹、菊

61.四大传统日？

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

62.四大祭祖节日？

除夕、清明节、重阳节、中元节

63.世界四大文明？

中国华夏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

64.神话八仙？

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

65.五谷？

稻（水稻）、黍（黄米）、稷（小米）、麦（小麦）、菽（大豆）

66.三皇五帝？



17

三皇：伏羲、女娲、神农

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67.三班？

班彪、班固、班昭

68.峨眉三苏？

苏洵、苏轼、苏辙

69.七大古都？

北京、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安阳

70.三纲五常？

三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 五

常：仁、义、礼、智、信

科技、地理、生物 -必背

1、为什么说小小称砣压千斤？

根据杠杆平衡原理，如果动力臂是阻力臂的几倍，则动力就是阻力的几分之一。因称砣

的力臂很大，所以“一两拨千斤”是完全可能的。

2、为什么说破镜不能重圆？

当分子间的距离较大时（大于几百埃），分子间的引力很小，几乎为零，所以破镜很难

重圆。

3、为什么说摘不着的是镜中月，捞不着的是水中花？ 平

面镜成的像为虚像。

4、刮大风的时候，在北半球纸屑是沿逆时针旋转还是顺时针旋转？

沿逆时针打旋，因地球偏转力的影响，流体运动方向在北半球向左偏，南半球向右偏。

5、世界第一架用于战争的隐形战机是什么？

美国的 F-117，首先在科索沃战争中投入使用

6、世界三大地震带指的是？

环太平洋地震带；欧亚地震带；海岭地震带

7、为什么说月晕而风，础润而雨？

大风来临时，高空中气温迅速下降，水蒸气凝结成小水滴，这些小水滴相当于许多三棱

镜，月光通过这些"三棱镜"发生色散，形成彩色的月晕，故有 "月晕而风"之说。础润即地面

反潮，大雨来临之前，空气湿度较大，地面温度较低，靠近地面的水汽遇冷凝聚为小水珠，

另外，地面含有的盐分容易吸附潮湿的水汽，故地面反潮预示大雨将至。

8、为什么说但闻其声，不见其人？

波在传播的过程中，当障碍物的尺寸小于波长时，可以发生明显的衍射。一般围墙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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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几米，声波的波长比围墙的高度要大，所以，它能绕地高墙，使墙外的人听到；而光波

的波长较短（10-6 米左右），远小于高墙尺寸，所以人身上发出的光线不能衍射到墙外，

墙外的人就无法看到墙内人。

9、为什么说开水不响，响水不开？

水沸腾之前，由于对流，水内气泡一边上升，一边上下振动，大部分气泡在水内压力下

破裂，其破裂声和振动声又与容器产生共鸣，所以声音很大。水沸腾后，上下等温，气泡体

积增大，在浮力作用下一直升到水面才破裂开来，因而响声比较小。

10、为什么说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

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接近光速的宇宙飞船中航行，时间的流逝会比地球上慢得多，

在这个"洞中"生活几天，则地球上已渡过了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几千年。

11、为什么说坐地日行八万里？

地球的半径为 6370 千米，地球每转一圈，其表面上的物体"走"的路程约为 40003.6 千

米，约 8 万里。这是毛泽东吟出的诗词，它还科学的揭示了运动和静止关系--运动是绝对的，

静止总是相对参照物而言的。

12、为什么说墙内开花墙外香？

由于分子在不停的做无规则的运动，墙内的花香就会扩散到墙外。13、

为什么说坐井观天 所见甚少？

由于光沿直线传播，由几何作图知识可知，青蛙的视野将很小。14、

为什么说"霜前冷，雪后寒。" ？

在深秋的夜晚，地面附近的空气温度骤然变冷（温度低于 0℃以下），空气中的水蒸气

凝华成小冰晶，附着在地面上形成霜，所以有"霜前冷"的感觉。雪熔化时要需吸收热量，使

空气的温度降低，所以我们有"雪后寒"的感觉。

15、西班牙被称作？

风车王国

16、加拿大被称作？

枫叶之邦

17、澳大利亚被称作？

骑在羊背上的国家

18、荷兰被称为？

花卉之国，郁金香之国

19、挪威被称做？

渔业之国

20、奥地利被称作？

音乐王国

21、中国被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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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之国，丝绸之国

22、日本被称作？

樱花之国

23、泰国被称作？

千佛之国，

24、缅甸被称作什么？

万塔之国，

25、老挝被称作什么？

万象之国，

26、印度被称作？

孔雀之国，

27、印尼被称作什么？

千岛之国

28、欧洲最大的半岛是？

北欧的斯堪地挪威亚半岛

29、我国第一座地热发电站是什么？

羊八井热电站（西藏）

31、世界盐度最大的海是什么？

红海

32、世界盐度最小的海是什么？

波罗的海

33、"泾渭分明"这个成语的成因是什么？

因为黄河的两条支流泾水混浊，渭水清澈，两条河交汇处是浑是浊分的非常清晰。

34、我国最著名的地理分界线是？

秦岭淮河一线，是我国南北方分界线，也是水田旱田分界线，同时也是暖温带和亚热带

分界线。

35、迫击炮的弹道是什么形状？

是条抛物线，因重力作用使炮弹轨迹成抛物线。

36、摄影中用得是电磁波中的哪个波段？

可见光

37、人体中最先衰老的器官是？

胸腺

38、生铁和钢的硬度和脆性不同是因为什么？

因为碳的含量不同，碳含量越多硬度越大，也越脆

39、玛瑙上有一圈圈花纹是因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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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它们形成于不同时期

40、骨折时若伴随休克发生，应先治什么？

休克（因为若不治休克，可能造成病人死亡）

41、运动后，若大量出汗，应喝纯净水还是淡盐水？

应该喝淡盐水，因大量出汗后盐分丧失很多，若立即喝纯净水会造成人体内盐分代谢失

衡，严重的会危及生命。

42、引起人体休克的原因很多，但其共同原因是什么？

有效循环血量减少，导致脑供血严重不足

43、我们在地球上而看不到另一面的原因是什么？

月亮自转与公转的周期大致相同

44、玉米受潮后产生的高度致癌物质是什么？

黄曲霉毒素

45、中岳嵩山分为太室山和少室山，少林寺在那座山？ 少

室山

46、哈雷彗星绕太阳运行的周期大约为多长时间？

76 年

47、太阳黑子高峰期的出现有个周期，大约是多长时间？

11 年

48、黄山分为前海，南海，北海，东海，西海等五大景区，所谓的"海"指的是什么？ 这

里的“海”指的是云海

49、哪一类茶属于发酵茶？

黑茶、红茶，属于发酵茶，青茶属于半发酵茶（如铁观音），绿茶属于不发酵茶。 50、

在狗的眼睛里世界是什么颜色的？

只有黑白灰色

51、“蜃楼疑海上，鸟道没云中”赞美的是哪座著名的寺院？

北岳恒山的悬空寺（山西）

52、一个杯子里装有水，水上有一块冰，此时水已满杯，当冰全部溶化后能溢出杯子吗？ 水

不会溢出杯子，冰块受到的浮力等于他自身的重力。

53、玻璃幕墙的光反射能否造成光污染？

能

54、为什么会发生月食？

地球位于月亮和太阳之间，且在一条直线上。

55、大气中起吸收紫外线、保护地球生命作用的是哪种成分？ 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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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臭氧层属于大气中的平流层

56、人体中胃的上口和下口分别称为什么？

上口是贲门，下口是幽门

57、人体最大的器官是什么？

皮肤是人体做大的器官

58、中国最热的地方出现在哪里？

吐鲁番盆地，有火洲之称。

59、在我国四大石窟中，被称为我国最大的古典艺术宝库的是什么？ 甘

肃敦煌莫高窟

60、中国佛教的四大名山指的是哪四座善？

峨嵋山、五台山，普陀山，九华山，

61、“海市蜃楼”现象在不同时间内出现的影像不同，有时候是影像呈正象，有时候是影像

呈倒象，请问海市蜃楼现象中包括那些光现象？

折射和反射

62、在赤道附近是否有企鹅生存？

有，南极洲的企鹅也是因大陆漂移才到了极圈之内。

63、中国民间的“夏三伏”和“冬九九”分别是从哪一天开始的？

“夏三伏”始于大暑，“冬九九”始于冬至

64、北半球的码头一般建在河流的哪岸？

因码头要建在凹岸，而北半球河流一般凹岸在左岸，南半球则相反。65、

最原始的哺乳动物-鸭嘴兽是胎生还是卵生？

卵生的

66、折枝山茶花保鲜应该插在什么液体中？

淡盐水

67、世界上第一条地铁在 1863 年建于哪个国家？

英国的伦敦

68、人体含水量最高的器官是什么？

眼球

69、谷类食物中含量最高的是什么？

碳水化合物

70、我国著名的五岳各有什么特征？

东岳泰山之雄,西岳华山之险,北岳恒山之幽,中岳嵩山之峻,南岳衡山之秀

71、飞机总是如何起飞的？

迎风（逆风）起飞。

72、下列哪一种维生素经太阳照射后可转化为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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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 D

73、鲫鱼的内耳除了听觉以外，还有什么作用？

平衡身体

74、在正常情况下，除婴儿外，骨髓中哪种物质一般无造血功能？

黄骨髓

75、哪个火山的爆发毁灭了古罗马帝国的庞贝城？

维苏威火山

76、北极的气温和南极的气温，哪个更高？

北极气温稍高，因北极是主要海洋，水的比热大

77、发烧时不宜喝什么饮料？

浓茶，浓茶会使病人的体温升高。病情加重。

78、人的心脏共有几个心房和心室？

二心房，二心室。

79、贮存土豆时应放在什么环境？

低温避光处

80、月球上的“月海”指是什么？

月球上的低洼之地

81、太阳系的八大行星中，卫星最多的是？

木星，木星被称作行星之王。

82、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是？

苏必利尔湖

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po）阳湖位于江西北部

83、行星距离太阳近的时候运转速度快，还是远离太阳时速度快？

靠近太阳时速度快

85、冬天倒开水时，容易爆破的杯子是厚的还是薄的？

厚的玻璃杯，因短时间内不能使杯体受热均匀，所以易爆裂。

86、金属钾平时应怎样保存？

石蜡或煤油中

87、储存期较长的啤酒是生啤酒还是熟啤酒？

熟啤酒

88、辣椒在植物分类中，是属于哪个科？

茄科

89、印度的国鸟是什么？

绿孔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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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太阳金字塔坐落在哪里？

墨西哥

91、人体肌肉由三种类型，骨骼肌、平滑肌、括约肌。胃肠蠕动、呼吸、循环等活动都要依

靠的是？

平滑肌

92、国际象棋共有多少颗棋子？

32 颗

93、阿姆斯特朗是乘哪个飞船成功登月的？

阿波罗 11 号

94、“长江三峡”包括哪三峡？

西陵峡，巫峡，瞿塘峡

95、汽车横向翻车的原因是什么？

转弯时速度过快

96、就目前观察，宇宙空间含量最多的元素是哪种元素？

氢元素

97、被蜜蜂蜇伤后局部可用 5%~20%的什么湿敷？

小苏打水，蚂蚁蜇人主要是分泌了一种蚁酸。而苏打水是碱性，所以可缓解疼痛。

98、人脑中控制人平衡的器官是什么？

小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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